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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YX商品新闻           

所有鸡蛋放入一个篮子? 

2021 年 9 月 15 日 

 

 镍价格无视中国较弱的经济数据。经济走弱或将促使政府采取行动。“通胀幽灵”引发了投机而不是担忧。欧洲央

行的观点并不孤单。 

 

 印尼毫无疑问领跑镍生产。产量和产能只有增长这一个方向。中国正在减产镍生铁。镍需求在不断增长。 

 

 俄罗斯准备调整本国原材料的出口关税。不锈钢废钢显然受到了重视。LME 交易圈重新开放，但未来能持续多

久? 

 

 LME 启用可持续登记册，将首先适用于铝。从此开始披露可持续性信息。宝钢集团以实现温室气体中性为目标，

废钢是其中的一项关键。 

 
 

中国经济乏力，镍价格波澜不惊 

尽管经济数据整体疲软，股市亦显疲态，而且对各国央行未来将收紧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担忧日益加剧，但 LME 和上期

所镍价的上涨趋势仍在延续。LME 镍价格一度超过了 20500 美元，创下了七年新高，之后有所调整，如今来到了

20000 美元左右。在上期所，镍价格甚至创下了 2015 年 3 月中国推出镍期货以来的历史新高。而 LME 镍期货始于

1979 年。 

 

镍价格的坚挺主要得益于需求旺盛以及交易所的低库存。但应当知道，交易所库存仅仅是可见的储备量。图表技术买入

信号也在近期的价格上涨中发挥了作用，此外为了抵御通胀而增加配置的工业金属组合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大宗商品的

通胀是 2021 年的确定性趋势，虽然也取决于具体商品。就经济总体而言，问题在于从企业和消费端价格走势来看，通

胀的可持续程度会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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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幽灵”尚未造成恐惧 

目前而言，各国央行和经济学家仍普遍认为通胀加剧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不过，正如《Morning Briefing of The Pioneer》

所报道的那般，德国央行行长 Weidmann 预期到今年年底德国的通胀率将达到 5％。在他看来，通胀上行风险显然占据

了上风。然而，欧洲央行（ECB）相信，所谓的基数效应的消失将导致未来一年通胀水平的客观性下跌。也就是说，当

商品价格见顶之后，来年将以一个较高的价格水平为基数来计算通胀变化，从而与基数较低时相比得到更低的通胀率。 

 

而持有这种观点也是 ECB 的利益所在。毕竟，ECB 已经成为了欧洲主权债务的一个主要融资者，因此从价格稳定的守

护者变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经济参与者。但《Morning Briefing》警告说通胀的实际走势或许将并不符合这种（有时颇为

投机性）的预测，原因在于所有预测都应当考虑以下四项价格驱动因素：气候保护以及由此导致的二氧化碳价格不可避

免的上升将确保通胀的延续；不断上升的最低工资未来也将推动通胀上升；德国的人口结构将提高劳动力成本；最后，

就业者变少而养老金领取者变多，也将加剧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再有，中国还可能通过出口价格而影响德国的通胀水平。而中国的人口结构和计划生育政策也将提高劳动力成本，进而

提高产品和服务成本。而高通胀率的持续时间越长，就越有必要实现工资-价格的螺旋式上升。高价格降低了家庭和企

业的购买力：与通胀率挂钩的租金价格指数化导致购买力下降，从而在一段时间后，几乎没有任何理由反对通过相应的

工资增长来补偿购买力；而工资的增长反过来又导致了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对这一过程必须留意，因为它还可能导

致利率的显著上升，而后者对国民经济来说或许更健康，但却未必让人觉得更舒适——因为以牺牲储蓄者和未来子孙的

利益为代价（即低利率）总是一种更容易的选择。 

 

印尼镍产量把其他国家甩在身后 

澳洲麦格理投行关注了实物镍市场当前的供需平衡。与其预期相左的是，2021 年镍市场出现了很大的供给缺口，即需

求过剩。对镍的高需求已经导致 LME、上交所和生产商的镍库存消耗了超过 15 万吨。根据麦格理的计算，镍市场在

2020 年时仍有 10 万吨的供给过剩，但到了 2021 年全年预计将出现 12.5 万吨的缺口。 

 

然而到了 2022 年，随着印尼镍产能和实际产出继续大幅攀升，过剩预计将再度出现。甚至在 2021 年预计也将出现约

30 万吨的产出增长，这一增长量甚至超过了不锈钢生产中同样增长显著的镍消费量。但在同期，中国的镍生铁和镍铁

产量预计将减少 8.5 万吨，而在中国和印尼以外的地区，供应量还将进一步减少 4 万吨。随着印尼镍生铁产能将从今年

的 126 万吨增至 2025 年的 230 万吨左右，攀升幅度令人惊讶。所以产能从一开始就得到充分利用是不太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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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未来镍原料的供应增长长期来看是必要的，因为除了不锈钢生产需要镍（自 20世纪 60 年代以来产量每年增长 5-

6％），电动车所需的电池生产也在攀升。在本世纪头十年，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对原材料的相应高需求，曾造

成过镍的大幅短缺。当时，镍产量没有为满足高需求做好准备，而且扩产能力在短期和中期内都不够灵活（不锈钢废钢

是个例外）。结果导致镍价一度攀升甚至超过 5 万美元。不过根据当前的展望，似乎还不至于担心达到这么高的价格水

平。 

 

印尼在镍生产领域的主宰地位（当前战全球市场份额的 50％）并不令人意外， 而原因在于印尼镍厂商的高盈利能力。

麦格理认为，在两年之内就将工厂的投资成本快速摊销掉对这些厂商来说似乎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谭。由此导致除了印尼

以外几乎就没有什么新增产能了。目前唯一的在建项目应该是位于塞浦路斯的一个年产 1 万吨的工厂。 

 

然而，麦格里银行也十分正确地指出，除了对审慎性和依赖程度的考虑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例如地缘政治和环

境风险——可能导致“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印尼这个篮子里”不一定是明智的选择。但除了不锈钢废钢，镍原料目前几乎找

不到任何其他替代品。相比于镍生铁的高环境风险——每使用一吨镍生铁会导致 55 至 65 吨的二氧化碳足迹，使用一吨

废不锈钢的碳足迹能减少约 4.5 吨。 

 

除了废钢，俄罗斯 2022 年将不征收更多出口关税 

普氏能源资讯（S&P Global Platt）报道，据俄罗斯工业和贸易副部长 Evtukhov 的说法，俄罗斯从 2021 年 8 月至 12

月对钢铁产品以及工业金属征收的出口关税将不会延长到 2022 年。俄罗斯打压大宗商品价格以保护本国经济和工业的

目标已经得以实现，因此这一 15％的出口税届时将不再必要。  

 

然而，对废不锈钢来说似乎却是另一种情况。无论是国内还是出口需求似乎都非常强劲。截至 7 月，俄罗斯对废不锈钢

征收的出口税已经从之前的 45 欧元每吨调高至 70 欧元，或者增长 5％（以更高者为准）。而且，虽然现在尚未有相应

计划，但这位副部长并没有排除可能临时禁止废不锈钢的出口。 

 

以上事实反映出俄罗斯钢铁厂商对废不锈钢这种可持续而且环境友好的原材料有着很强的兴趣。如果欧盟也将本地区钢

铁生产所用原材料以及钢铁进口的碳排放纳入“欧盟排放交易系统”之内，那么对废不锈钢的兴趣将进一步增长。  

 

普京总统的发言也进一步支持了俄罗斯工业界的声音，后者设想从 2022 年 1 月开始，作为对取消工业金属出口关税的

回报，采矿税应该会大幅提高。然而此举或许与生态影响没多大关系，而更多是为了填补预算缺口。市场参与者表示，

矿税的水平应当至少与各种矿石各自的价格水平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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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性的 LME 交易圈重新开放，但或许已经时日无多 

几天之前，在时隔 18 个月后，交易者们又一次回到了 LME 交易圈内的红色沙发上。对于交易圈这种传统交易形式未来

的不确定性，我们近几期新闻已经有过不少报道。随着交易圈的重启，那些交易经纪人似乎可以享受一番眼下的成功。

然而，问题在于场内交易是否还能回到疫情爆发之前的规模。种种迹象表示交易圈距离永久关闭已经时日无多。 

 

本月初，在与 LME 首席执行官 Matthew Chamberlain 的一次会面中，后者谈到了在与各利益攸关方探讨交易圈未来时

遇到的困难。Cheamberlain 本人常常强调在线交易的种种好处。而很多市场专家也都对交易圈是否符合时代需要表达

了质疑。此外，如今任何资产的波动性都不如大宗商品这样大，因此，与在交易圈内使用交易员相比，在显示器上进行

风险管理要容易得多。 

 

很多报纸也报道了交易员返回交易圈的情况。私下里，一些经纪人透露现在的圈内交易量丝毫比不上疫情之前的水平。

一位交易员甚至透露自己为了保险起见，连西装上的价格标签都还没有拿掉，而且也没有订地铁年票。如果交易量达不

到相当的水平，那么在成本上讲就将难以维持圈内交易团队。 

 

LME 发布金属可持续性登记册 

LME 于两周前宣布将从 2021 年 10 月起发布一份金属可持续性电子登记册。该登记册名为 LMEpassport，今后将取代

过去纸质的分析证书以及规格和质量保证文件。 

 

这几种文件目前为止仍需要提供给 LME 仓库的每一单进货或出货。今后，新的地方在于还会提供关于金属可持续属性

的自愿性信息。通过这种方式，LME 旨在实现自有仓库的更高程度自动化，以及市场参与者的更大透明度。这一可持续

性登记册最初将适用于铝。 

 

中国钢铁巨头：聚焦气候中和 

在东方，人们正在探讨如何实现气候中和。不久前，中国第二大、世界第五大钢铁企业宝钢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徐万仁

曾在报告中表示，发展新的制钢技术是实现二氧化碳中和的根本所在。 

 

随着直接还原工艺的发展，用天然气使铁矿石可还原为海绵铁，之后在电弧炉中进一步加工。这一工艺与传统生产相比

可将二氧化碳排放减少 35 到 40％，如果将天然气替换为氢气，减排幅度甚至可以达到 70％～80％。但只有在绿色能

源和废钢供应充足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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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金属交易所（LME）                                       

伦敦金属交易所官方收盘价 ( 3 个月后交割 ) 

2021 年 9 月 15 日 

 镍 (Ni) 铜 (Cu) 铝 (Al) 

3 个月后交割官方收盘价 19,840.00 USD/mt 9,505.00 USD/mt 2,888.00 USD/mt 

伦敦金属交易所现货（吨） 
  2021 年 8 月 18 日 2021 年 9 月 15 日 Delta 存货 Delta 占比 % 

镍 (Ni) 199,110 174,282       - 24,828 - 12.47 

铜 (Cu) 245,125 234,000 
 

- 11,125 - 4.54 

铝 (Al) 1,315,125 1,299,900 - 15,225 - 1.16 


